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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描记采于广西凌云县泗城镇沙洞地下河中的金壤钯属 1新种，以采集地县名命名为凌云金线鱼巴 

Sino'yclocheiluslinKyur~nzis sp．nov 新种以但4线鳞 71--78对 48--50；背鳍最末不分枝鳍条下半部为硬刺．后 

缘有锯齿对纤细柔软．光滑无锯齿等特征区别于相近种季氏金线钯 s．)ii丑mng Dai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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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 4月中旬～5月上旬在广西、贵州考察 

洞穴金线鲤时，在广西凌云县发现金线鳃属 1新 

种，以采集地县名命名为凌云金线鲍。现描记报道 

于后 

1 凌云金线鲤。新种 Sinocyclocheilus lingyu- 

nensis。Li，Xiao et Luo，sp．nov．(图 1) 

长137InlTt，1999—04—18采于广西凌云县泗城镇 

沙洞地下河中 副模标本 12尾．编号：990418002～ 

03，9904181)05～ 08，990420001～ 02，990422001～ 

o4，体长 64—137mm，全长 84～174mm，分别于 

1999—04一l8～22采于正模产地。模式标本保存 

在云南省石林县黑龙潭水库和云南大学生物系。 

正模标本 编号 990418004，体长 110 l11m，全 13； 

背鳍条 7；臀鳍条 iii，5；胸鳍条 i，11～ 

腹鳍条 i，7～8；尾鳍分枝鳍条 16 侧线鳞 71 

图 1 凌云盘线钯，新种 sf加 磷lingyunensis，Li，Xiae．e／Luo，sp．tqo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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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长为体高的2．97～3．55(3．18)倍，为头长的 

3．44～4．03(3．73)倍，为尾柄 长的 4．06～5．33 

(4．85)倍，为尾柄高的6．60～8．00(7．25)倍。头长 

为吻长的 2．42～3．00(2．74)倍，为眼径的 6．00～ 

11．33(8．46)倍，为眼间距的 2．42～3．00(2．80)倍 

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1．30～1．60(1．46)倍。 

体延长，侧扁 头的背面宽而略下凹，头后缘 

略隆起。吻钝，吻长与眼径之和与眼后头长约等 

长。鼻孔位于吻端与眼前缘之间，略趋近于吻端 ， 

前后鼻孔间有一发达的鼻瓣分开。眼中等大，位于 

头侧前上位，其上缘接触头背轮廓线，上眶骨已扩 

展出一定距离，眼问宽平而略微下凹，眼间距为眼 

径的 2．4～3．3倍 口亚下位，马蹄形，上颔后伸 

达前后鼻孔中间的下方。须 2对，很发达，粗长， 

吻须后伸超过前鳃盖骨达到鳃盖骨中部；颌须后伸 

达鳃盖后缘。鳃 L小，上角与眼上缘在一水平线 

上 。 

背鳍起点明显地在腹鳍起点之后上方，与腹鳍 

第2或第 3分枝鳍条相对，至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

52．6％--57．7％，末根不分枝鳍条下半段为硬刺， 

后缘有锯齿．上半段柔软分节。胸鳍较长，但后伸 

不达腹鳍，只达至腹鳍基距离的4／5 腹鳍达到肛 

门。肛门紧靠臀鳍起点，臀鳍后伸不达尾鳍基。尾 

鳍深叉形，外侧最长鳍条为内侧最短鳍条的 2．7～ 

3．1(3．0)倍。 

体鳞中等大，排列规则呈复瓦状。侧线鳞明显 

大于其余体鳞，侧线完全，走向平直。胸腹部鳞片 

显著。鳃耙短粗，排列稀疏。下咽齿末端钩状 

鲜活时体半透明呈粉红色，可见血管和尾椎 

骨；福尔马林授制后体色乳白，无色素，个别幼体 

尾柄上有 3～4个隐约可见的浅灰色斑块 各鳍无 

色或仅在背鳍硬刺中点色较暗，似一黑点。 

新种在外形上很像分布于同省区的季氏金线 

S．jii Zhang Dai，但有下列特征可区别： 

1)新种背鳍末根不分枝鳍条下半段为硬刺， 

后缘有锯齿，而后者纤细柔软，后缘光滑无锯齿 

2)新种侧线鳞71--78；后者48--50。 

3)新种口须粗长；后者不及前者。 

4)新种眼较小；后者较大。 

5)新种背鳍起点至吻端的距离大于至尾鳍基 

的距离；后者正相反。 

生态：本种为全穴居鱼类，体表色素退化，眼 

开始变小 ，上眶骨开始扩展，口须发达粗长 该种 

分布在广西凌云县泗城镇的沙洞地下河中，洞口为 

一 落水洞，海拔 560m；地下河距洞口90m，海拔 

470 m。在该地下河中，同时分布有小眼金线 

S．microphthatmus Li和凌云南鳅Schitura ling— 

yunensis LIa0 et Luo等全穴居鱼类。故其与小眼金 

线 为同域种。从解剖观察表明，4月中旬小眼金 

线喜巴已有Ⅳ期卵，而本种仅能用眼区别性别，估计 

小眼金线 繁殖期为 5月之后，该种则更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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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NEW  SPECIESOF Sinocyclocheilus FROM GUANGXI，CHI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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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dl,~ nReser~m'r ofShilinCounty．YunnanProvince，Shilin 652200，China) 

XIAO Heng ZAN Rui—gua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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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species of the 

genus Sinocyclocheitus Fang 1936，collected from the 

crave Shadong in Lingyun County，Guangxi，China． 

(Fig．1) 

Holotype No．990418004，total length 1” m ， 

standard 1ength 110 m ．mllected on April 18，1999 

from Shadong of Lingyun County(24。20 N，106。32 

E，altitude 470 m)in Guangxi Province．Paratype 12 

specimens No．990418002 ～ 03．99O418005 一 O8． 

990420001一O2．990422001—04．Total 1ength 84— 

174|IIm．standard length 64—137 toni，collected with 

the holotype． 

Description：D．iii，7；P．i，l1— 13；V．i，7 — 8； 

A．i 5；Branched caudal fin rays16．Imterallin scales 

71—78．Gill-rakers 2+7—8．Pharyngeal teeth 3 rows 

2．3．5／5．3．2．Body depth in standard length 2．97— 

3．55(3．18)，head1ength 3．44—4．03(3．73)，length 

ofcaudal peduncle 4．06—5．33(4．85)，depth of cau— 

dal peduncle 6．60—8．00(7．25)．Snout in head 2．42 

— 3．00(2．74)，eye 6．O0一l1．33(8．46)，intemrbital 

2．42—3．0O(2．80)Depth of caudal pedunde 1．3O一 

1．60(1．46)in its lev~,th． 

Di~gnusis；The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S．jii 

Zhang et Dai 1992．but cliffers from the 1atter in：① 

l lline：,~oales 71 78 坫而 

5O：②harnen and serrated of last unbranched drosal 

ray；Vs smcx3th，slender and soft：③barbel long and 

sturdy．④eye in head 6．00—11．33(8．46)；Vs 6．6． 

All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Heilongtan Rear— 

voir of Shilin County．Ytlrfflgln Province，and the De— 

partment of Biology of Yunnan University． 

Key words：New species；Sinocyclocheilus；Cyprinidae；Guangx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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